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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1 基础医学院 071006 （科博）神经生物学 应用组织工程学方法修复神经系统损伤研究 李晓光 1 科学学位

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或生

物技术专业均可，有中枢

神经损伤相关研究背景者

优先

001 基础医学院 071006 （科博）神经生物学 帕金森病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及治疗研究 张红 1 科学学位

生物技术专业，有较强分

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基

础，第一作者发表较高水

平SCI文章者优先

001 基础医学院 071006 （科博）神经生物学 应用组织工程学的方法修复神经系统损伤研究 杨朝阳 1 科学学位
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或生

物技术专业均可

001 基础医学院 071010 （科博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肿瘤代谢研究 李兵辉 1 科学学位

001 基础医学院 100101 （科博）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乳腺癌发生及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高艳 1 科学学位

001 基础医学院 100101 （科博）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脑血管病与认知研究 金新春 1 科学学位

基础医学相关专业背景并

第一志愿报考基础医学相

关专业，做过动物实验者

优先

001 基础医学院 100103 （科博）病原生物学 感染，免疫和基因多态性研究 何秋水 1 科学学位

003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4 （科博）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儿童体质健康与慢性病早期预防研究 魏守刚 1 科学学位

005 药学院 100702 （科博）药剂学 基因递送系统研究 崔纯莹 1 科学学位

005 药学院 100702 （科博）药剂学 靶向纳米探针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 叶玲 1 科学学位

005 药学院 100706 （科博）药理学 代谢疾病药理研究 江梦溪 1 科学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071006 （科博）神经生物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陈志国 1 科学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0204 （科博）神经病学 免疫炎症与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郝峻巍 1 科学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5104 （专博）神经病学 癫痫、睡眠障碍、临床神经电生理研究 王玉平 1 专业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0210 （科博）外科学 脊柱神经外科研究 菅凤增 1 科学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0210 （科博）外科学 肿瘤、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罗涛 1 科学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外科及介入治疗研究 焦力群 1 专业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肺癌的早期诊断及微创外科治疗研究 张毅 1 专业学位

008 宣武医院 100ZZ6 （专博）危重症医学 危重症医学 姜利 1 专业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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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9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07/105107 （科博/专博）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核医学诊断研究 杨吉刚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09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Z7/105709 （科博）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/（专博）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心身医学 李丽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01/105101 （科博/专博）内科学 复杂心律失常的机制与治疗研究 刘兴鹏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07/105107 （科博/专博）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心血管核医学，肿瘤PET/CT显像研究 杨敏福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0/105109 （科博/专博）外科学 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宏家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0/105109 （科博/专博）外科学 疝和腹壁外科疾病研究 陈杰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0/105109 （科博/专博）外科学 肝移植基础临床研究，肝胆胰恶性肿瘤研究 贺强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2/105111 （科博/专博）眼科学 眼底病、葡萄膜炎研究 陶勇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2 （科博）眼科学 眼底病的临床与临床基础研究 张新媛 1 科学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7 （科博）麻醉学 心血管麻醉与脏器保护，五官科气道管理研究 王古岩 1 科学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3Z1 （专博）口腔内科学 牙周病学研究 林江 1 专业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07 （专博）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头颈部、乳腺、胃肠超声影像，介入性超声、超声设备研发研究 朱强 1 专业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脊柱外科研究 唐家广 1 专业学位

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2 （专博）耳鼻咽喉科学 鼻腔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王成硕 1 专业学位
第一轮笔试和面试总分≥

170分

012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207/105107 （科博/专博）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介入性超声和血管超声研究 何文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83100 （科博）生物医学工程 心血管生物力学/心脏支持与心室辅助研究 蔺嫦燕 1 科学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104 （科博）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心血管病因学，代谢组学，分子诊断研究 蒋宏峰 1 科学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（专博）内科学 心脏衰老的基因调控机制研究 范谦 1 专业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01 （科博）内科学 呼吸危重症研究 朱光发 1 科学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07/105107 （科博/专博）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核心脏病学 张晓丽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10 （科博）外科学 成人心脏外科、心脏微创外科，主动脉疾病研究 杨秀滨 1 科学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心脏外科手术微创化的大数据研究 尤斌 1 专业学位

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心肌再生相关研究及冠脉旁路移植术后通畅率的研究 穆军升 1 专业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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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401 （科博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 刘静 1 科学学位

015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0215/105114 （科博/专博）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脊柱脊髓损伤康复与治疗研究 李建军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，康

复大学（筹）联合培养

015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0215/105114 （科博/专博）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神经康复研究 张皓 2 科学与专业学位

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，康

复大学（筹）联合培养。

原报神经病学、外科学

（神外）、康复医学与理

疗学者优先

015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神经泌尿学与尿动力学 廖利民 1 专业学位
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，康

复大学（筹）联合培养

016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401 （科博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儿童保健与心血管流行病学 米杰 1 科学学位

018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5110 （专博）妇产科学 妇科肿瘤微创技术及妇科肿瘤基础临床研究 苗劲蔚 1 专业学位

024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09 （专博）外科学 胰腺及胃肠肿瘤研究 朱斌 1 专业学位

024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214 （科博）肿瘤学 肿瘤综合治疗(含肿瘤代谢与营养）研究 石汉平 1 科学学位

025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201 （科博）内科学 艾滋病相关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赵红心 1 科学学位

025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201/105101 （科博/专博）内科学 病毒性肝炎、艾滋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鑫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以第一作者发表过SCI论

文者优先

025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201/105101 （科博/专博）内科学 病毒性肝炎及相关肝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谢雯 1 科学与专业学位

026 三博脑科医院 100204 （科博）神经病学 癫痫发病机制研究 李天富 1 科学学位

026 三博脑科医院 100210/105109 （科博/专博）外科学 颅脑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宏伟 1 科学与专业学位 原报外科学（神外）者优先

031 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 100204 （科博）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（脑血管病） 吉训明 1 科学学位

036 大数据研究院 100401 （科博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脑血管病流行病学 王伊龙 1 科学学位

限如下硕士专业考生申

请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

、神经病学、生物医学工

程

036 大数据研究院 100401 （科博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大数据指导下的肿瘤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研究 李文斌 1 科学学位

限如下硕士专业考生申

请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

、肿瘤学、生物医学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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